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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點符號：引號、破折號
	 	爸爸向我解釋「言必信，行必果」─做人 話要有信用，而
且做事要堅決果斷。

1 ．進一步認識引號、破折號的用法

．學習承接複句：「……一……，		……就……。」

一	 辨別下列句子中引號的用法，把代表字母填在括號內。

C.  表示具有特別含義的詞語B. 引用詩詞、名言A. 標示說話

 1 . 「滿招損，謙受益」是祖父的座右銘。  （ ）

 2 .  嬰兒的性別，是由父母的基因「發號司令」的。  （ ）

 3 .  孔子說的「君子坦蕩蕩」，就是鼓勵人要無愧於心。  （ ）

 4 .  陳老師問：「你們知道美國的首都是哪個城市嗎？」  （ ）

 5 .  妹妹是我們家的「開心果」，常常逗得我們捧腹大笑。  （ ）

二	 在下列句子的適當位置加上破折號。

 1.  「  嗶  」  評  判  吹  起  哨  子  ，  表 
示  比  賽  結  束  。

 2.  「  讓  我  為  你  介  紹  ，  這  是  我 
的  鋼  琴  導  師  咦  ，  您  的  手  受 
傷  了  嗎  ？  」

 3.  孔  子  提  出  了  一  個  影  響  後  世 
教  育  思  想  的  原  則  「  有  教  無 
類  」  。

 4.  外  國  人  對  大  部  分  廣  東  點  心 
都  讚  不  絕  口  ，  惟  獨  無  法  嚥 
下  一  種  點  心  鳳  爪 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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句子：承接複句「……一……，就……。」
	 	做完運動後，我一回到家裏，就馬上去洗澡。

三	 選出適當的文字，把代表字母填在括號內。

A.  安靜下來  B.  紛紛散開

C.  圍上圍巾  D.  開始演奏樂曲

E.  在黑板上寫家課  F.  被那股香氣吸引了

 1 .  天氣一轉涼，媽媽就為妹妹（ ）。

 2 .  老師一（ ），同學就把手冊拿出來。

 3 .  賣炒栗子的小販一出現，途人就（ ）。

 4 .  警察一到達車禍現場，圍觀的人就（ ）。

 5 .  瑞芬一（ ），禮堂裏的同學就（ ）。

四	 	重新排列下列文字，把數字順序填在括號內，組織通順的段落。

 1 . （ ）希望能率先體驗

    （ ）他就嚷着要去玩

    （ ）哥哥最愛玩刺激的機動遊戲

    （ ）主題樂園的新遊戲設施一開幕

 2 . （ ）記者一知道他獲獎

    （ ）令現場擠得水泄不通

    （ ）就在頒獎典禮結束後爭相訪問他

    （ ）那名演員終於奪得「最佳演員」的殊榮

留意句子所描述的事
情與誰有關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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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

閱讀下面的文字，然後回答問題。

十月十五日至十月二十一日

這星期我的心情就像過山車一樣，情緒起伏不平。

星期二，老師一把測驗卷發下來，我就
知道糟糕了──我的成績不及格。只怪我只
顧玩電腦遊戲，而忽略温習。為了不讓媽媽
知道測驗成績，我決定假冒媽媽的簽名。

星期三，我戰戰兢兢地把有「媽媽」簽名的測驗卷交給老
師。老師皺着眉頭仔細察看，我以為會東窗事發，  老師只嚴
肅地叫我回到座位。後來，老師在課堂上以華盛頓砍倒櫻桃樹的
故事，解釋「人先信而後求能」─誠信比才幹重要。我聽了老師
的話，心中很不安。到了晚上，我更是久久不能入睡。

星期四，我上課時忍不住打瞌睡，老師叫我小息時去找她，
她問我為甚麼睡不好，我吞吞吐吐地說：「對……不……起，我
錯了。」我心裏很害怕，卻仍然鼓起勇氣，把事情和盤托出。向
老師坦白的瞬間，我心裏一直懸着的大石終於落了地，老師說這
次會原諒我，並勸我要向媽媽認錯。

放學後，我一進門，就把事情的始末告訴媽媽。沒想到媽媽
和顏悅色地說：「我不是不知道你冒簽的事，而是希望你能自我
反省，主動認錯。」

經過這件事後，我明
白到誠信的重要─無論
發生甚麼事，都不應企圖
隱瞞實情。

1

但

2

1 	 東窗事發：指罪行、陰謀敗露。（見第8行）
2 	 	和盤托出：	比喻全部 出或拿出來，沒有保

留。（見第14行）

5

10

15

20

．運用敍事六要素分析文章	 ．認識週記的特點，比較日記和週記的異同

．根據文意劃分意義段	 ．分析人物的心情變化，並評價人物的行為

比較 讀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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 1 .  下列哪一項最適合代替第二段   內的關聯詞？

  A.  一  B.  就  C.  因為  D.  可是

 2 .  根據第二段，作者假冒媽媽簽名是因為他

  A.  不想被老師責罰。  B.  沒有為考試溫習。

  C.  想繼續玩電腦遊戲。  D.  想隱瞞他的測驗成績。

 3 .  文中第四段和第五段主要是記述

  A.  作者假冒簽名的方法。  B.  作者承認過錯的經過。

  C.  媽媽原諒作者的原因。  D.  作者上課打瞌睡的情況。

 4 .  當作者向老師認錯時，他「心裏一直懸着的大石終於落了地」 
（第15行），這反映作者

  A.  心情變得輕鬆。 

  B.  覺得非常沮喪。

  C.  受到沉重的打擊。

  D.  決定要腳踏實地。

 5 .  本文的文體是（ 日記 ／週記 ）。

 6 .  辨別下列句子中着色標點符號的用法，把代表字母填在括號內。

  A.  表示補充說明    B.  表示說話斷斷續續

  C.  省略同類的事物   D.  表示具有特別含義的詞語

  （1） 我吞吞吐吐地說：「對……不……起，我錯了。」  （ ）

  （2） 我戰戰兢兢地把有「媽媽」簽名的測驗卷交給老師。  （ ）

  （3）   老師在課堂上以華盛頓砍倒櫻桃樹的故事，解釋「人  （ ） 
先信而後求能」——誠信比才幹重要。

A

A

A

留意作者主動坦承過
錯前的心情，推斷他
的心理變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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